
我有一位好老师袁 她是我们的班
主任于老师遥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袁
但生气起来也是没人敢惹的遥 于老师
长得胖胖的袁个子高高的袁经常留着一
头短发袁上课时风趣幽默袁经常逗得我
们哈哈大笑遥

我的老师是个关心学生的人遥 记
得有一次袁徐梓芃同学的腿跌破皮了遥
回到班上袁 老师一眼就发现徐梓芃的
腿受伤了袁立即了解怎么回事袁并关心
地问他疼不疼了遥 徐梓芃把来龙去脉
讲清楚后袁 老师心疼地嘱咐他走路要
小心一点袁不要再摔下来袁免得把其他
地方也弄破遥后来几天袁老师每看见他
一次袁 都要问他回家有没有消毒之类

的话遥
于老师不仅

关心学生袁对学生
要求也非常严格遥
有一次上课袁我和
汤欣怡讨论题目袁
突然袁 老师进来
了袁一下就看见了
我袁眼睛里带着一
丝责备袁 仿佛在
说院野你在班上可
是起带头作用的呀袁 如果你都带头讲
话袁那班上不就乱套了吗钥冶我看了袁立
马转回去袁安安静静地写作业了遥从那
以后袁每当我想转过头去时袁都会提醒

自己好好写作业袁不要分心遥
这就是我的老师袁一个和蔼可亲尧

关爱学生的好老师浴
渊指导老师院于小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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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班里跑得最快钥 谁经常在绿
茵场上奔跑如飞钥 谁是学校小有名气
的体育健将钥 他就是班里的开心果兼
我的死党要要要谈颛毓遥

他个子高高的袁身材瘦瘦的遥那修
长健硕的双腿使他成了我们班鼎鼎大
名的野飞毛腿冶遥无论短跑还是长跑袁他
都很擅长遥运动会上袁只见他上身微微
前倾袁摆好准备冲刺的姿势袁全神贯注

地听着发令枪遥一声枪响袁他就像离了
弦的箭一般袁 飞速向前奔去袁 只一会
儿袁他就遥遥领先遥 一眨眼的功夫袁他
就冲过了终点线遥

比赛结束后袁 其他选手们都大汗
淋漓袁瘫坐在地上遥 再看看他袁蹦蹦跳
跳袁谈笑风生袁好像刚才参加比赛的不
是他遥 输给他的同学全都惊羡不已院
野哇浴跑得好快啊浴体能好棒啊浴 冶谈颛

毓满面春风地回到班里袁 一大群人便
一拥而上袁我也赶紧跑上前去袁问院野哥
儿们袁透露一下袁你跑这么快有什么秘
诀吗钥 冶他低调地说院野其实也没什么秘
诀袁平时多练练就可以了遥 冶

虽然他说得很简单袁 但我知道他
背后肯定付出了许多汗水遥 他是我们
班当之无愧的小能人遥

(指导老师院颜巧银)

太阳花
四(10)班 展思源

我见过娇艳似火的杜鹃花袁见过
芬芳扑鼻的桂花袁也见过美丽高贵的
牡丹遥 而我喜欢的却是朴素而平凡的
小花要要要太阳花遥

我家花坛里就有好多太阳花遥 太
阳花的茎是绿色的袁粗粗的袁而且柔
嫩多汁袁整棵花需要的养分都靠它来
输送遥 太阳花刚长出的叶子是浅绿色
的袁长大后就变成了墨绿色遥

太阳花的颜色有很多院 红的尧黄
的尧白的尧紫红的尧深红的尧橘黄的
噎噎它的花瓣是单层的袁 形状像梅
花遥 花朵仪态万千院有的全开了袁像一
张笑开的脸蛋曰 有的花瓣只开了一
半袁像一个害羞的姑娘曰有的还是花
骨朵儿袁像一个个小圆球噎噎

每天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时袁太
阳花们争先恐后地张开一张张笑脸遥
微风一吹袁太阳花野摇头晃脑冶袁似乎
在向我点头问好遥 中午袁骄阳似火袁其
他的花都低下了头袁萎靡不振遥 只有
太阳花袁傲然地挺立着袁接受着阳光
的洗礼遥 黄昏袁太阳落山了袁它又合上
了花瓣袁如同一个贪玩的孩子袁疲倦
地进入甜美的梦乡遥

妈妈说太阳花的生命力很强袁即
使没有根也能活下去袁 我将信将疑遥
为了验证妈妈的话袁我拔了一株太阳
花袁掐掉它的根袁插进花盆里遥 过了几
天袁我惊喜地发现袁它的底部确实长
出了和胡须一样的小根遥

太阳花袁在我心里袁你是独一无
二的袁你是最美的浴

渊指导老师院王晓燕冤

秋
四(19)班 陈子灏

秋天到了遥
邻居家的橘子树上挂满了橙黄橙黄的橘

子袁就像一个个精美的小灯笼挂在树枝上遥
我们家屋后的枫叶也全都红了袁 给这个秋

天增添了一抹亮色遥
庄稼地里袁 只见农民们在收割机旁忙前忙

后袁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遥 我想他们一定是因为
这美好的丰收而喜悦着遥

我抬头仰望天空袁 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点缀
着朵朵白云袁看上去是那么的纯净尧和谐袁如同
一幅美丽的画遥

秋天的气温不像夏天那么炎热袁 也不似冬
天那般寒冷袁这时的温度是最令人舒适的遥 闭上
眼睛深呼吸袁你会发现空气也非常清新遥

在这样的季节里袁打开窗户袁坐在窗台边一
边喝着菊花茶袁一边翻着自己喜欢的书袁那是件
多么美好的事啊浴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浴 因为她有品种丰
富的水果袁有丰收的喜悦袁有最怡人的天气遥

渊指导老师院仲家丽冤

我们学校的红领巾创造节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遥班会课上袁老师
宣布院野创造节的耶OM爷竞赛袁四年级
同学将进行耶鸡蛋撞地球爷的实验遥 冶
同学们听了老师的话袁 都瞪大了眼
睛袁这岂不是野鸡蛋碰石头要要要自不
量力冶吗钥

星期六上午袁 我找来鸡蛋尧棉
花尧针尧线等袁一切准备就绪袁开始制
作鸡蛋的保护装置遥 我先撕下一些
棉花袁铺在纸杯下面袁再用棉花一圈
一圈地包裹在鸡蛋身上袁 给鸡蛋穿
上一件雪白的野防护衣冶袁然后将鸡
蛋放入纸杯里袁 又塞进一些棉花垫
实袁用胶布封好口遥 接下来袁制作降
落伞的那部分了袁 我把塑料袋剪成

一个圆袁扣好四根线袁又用针穿进纸
杯口袁就大功告成了遥

我迫不及待地走到阳台上袁抓
着杯子袁伸出手袁闭上眼睛袁心里默
默祈祷着院野鸡蛋加油浴 你可千万不
要破袁一定要成功浴 冶降落伞带着鸡
蛋迅速往下落遥我急忙奔下楼袁心怦
怦直跳袁离鸡蛋越近袁我就越紧张遥
最后袁我蹲下身袁看了看袁没有蛋黄
和蛋清洒得满地都是的惨样袁 我心
里一阵喜悦遥我又拆开看看袁鸡蛋完
好无损袁 甚至连一丁点儿裂痕也没
有遥我欣喜若狂袁对鸡蛋夸赞道院野你
真是超级强耶浴 冶

这个实验真有趣袁 我体会到了
成功的喜悦遥 渊指导老师院刘书兰冤

爱的温度
五渊2冤班 乔煜桐

母爱是伟大的袁拥有母爱的人是幸福的遥
记得那年深秋袁 早上挺热的袁 我没有穿毛

衣遥 到了学校袁同学们议论纷纷袁野今天怎么这么
热钥 冶野对啊袁衣服穿多了袁快捂坏我了浴 冶我听到
之后沾沾自喜道院野幸亏没多穿遥 冶但临近中午放
学的时候袁天上乌云密布袁天昏地暗袁树叶乱飞袁
暴风雨如约而至袁把刚有点暖气的大地袁又重新
放进了野冰箱冶遥 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袁过了好长
时间袁雨不但没小袁还飘起了雪花袁让大地更加
寒冷了遥 室外温度降低了袁室内温度也得降遥 教
室里冷得如同冰窖袁不少同学已经开始打寒战袁
很多同学都缩成了一团遥 终于放学了袁学校因为
大雨夹雪袁让家长进来接遥 好不容易等到妈妈来
了袁她看到我冷成这样袁毫不犹豫地脱下她的衣
服给我套上遥 在妈妈的衣服里我感到无比温暖袁
我的心也无比温暖遥

人的体温 37 度袁沸水的温度 100 度袁太阳
表面温度 5000多度袁 都及不上母爱的温度袁温
暖着我的心灵遥 渊指导老师院黄永红冤

第一次社团活动
五渊20冤班 韩镕希

野叮叮叮冶袁伴着清脆的铃声袁我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袁 因为期待已久的社团活动终于要开
始啦浴

和以往一样袁我依然被选进了校合唱团袁可
真幸运浴 这学期合唱团又进了不少新面孔袁我暗
自决心院新学期袁新起点袁我要加倍努力浴

以前我们练声都练单个声部袁 但这学期我
们却要练习两个声部的叶欢乐颂曳遥 我现在唱的
是低声部袁但老师弹的却是高声部遥 开始练了袁
我一直十分沉稳袁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高声部遥 但
那高声部的旋律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袁那
悠扬的旋律时时回荡在我的耳旁袁 唱着唱着就
不由自主地唱到了高声部袁 陶醉其中的我也情
不自禁地放歌起来浴 直到旁边的同学推了我一
下袁我忽然睁开眼噎噎随后袁我想了一个办法院
脑子里一直专心地想乐谱袁目无旁人袁放开喉咙
大声唱遥 嘿浴 效果还真不错浴

接着袁 老师又给我们听了 叶夜空中最亮的
星曳袁那空灵的声音袁动听的旋律袁此刻还在我的
耳畔挥之不去噎噎

社团活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多了一片自由
的天地袁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此类活动遥

渊指导老师院徐慧冤

前几天袁 妈妈买了许
多小金鱼给我观察袁 我发
现其中有一条最漂亮袁简
直就是我的掌上明珠遥对袁
它的名字就叫野明珠冶遥

野明珠冶全身披一件金
黄色华丽的长袍袁 阳光照
射在清澈的水面上袁 它的
颜色和波光融为一体袁成
了水中那 野最明亮的一道
金光冶遥它的眼睛就像两颗
水灵灵的黑葡萄袁圆润饱满遥 野明珠冶
漂亮得连它的尾巴都不放过袁 它那
蝴蝶般的尾巴袁 游起来好似真正的
蝴蝶在自由飞翔遥

野明珠冶刚来到家里时袁可胆小
了袁 一个小动静也能把它吓得四处
逃窜遥 一天袁我投了两颗鱼食给野明
珠冶遥不料袁其它小鱼眼疾手快袁一下
子涌了上来遥我还没回过神袁两粒鱼
食已被其它小鱼吃掉了遥 我无可奈
何袁 只好先喂饱其它小鱼再喂 野明
珠冶遥 我再次投入两颗鱼食袁野明珠冶

怯生生地碰了一下鱼食袁 发现好像
可以吃袁便开心地狼吞虎咽起来袁那
样子别提有多搞笑了遥

渐渐地袁野明珠冶 熟悉了这个地
方袁变得非常活泼调皮遥 一天袁我聚
精会神地观赏着小金鱼遥 野明珠冶好
像发现了我袁野唰冶地一声袁那漂亮的
鱼尾向我一甩袁 缸里的水溅到了我
身上袁而它却若无其事地游走了袁让
我哭笑不得遥

我爱我的野明珠冶袁它既调皮又
可爱袁 学习之余给我增添了不少乐
趣遥 渊指导老师院徐蔚冤

我身边的小能人 四(9)班 王葛桐

记一次鸡蛋撞地球的实验
四(21)班 韩靖研

我的老师 五(21)班 张佳雯

小金鱼“明珠” 五(6)班 郭嘉欣


